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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中国乡村行走进凤县 14日起央视连播3天
本报讯 中央电视台七套《美丽中国乡村行》将于 10 月

14 曰至 16 曰，连续三天播出凤县的旅游专题节目，重磅推介

我县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

8月 8日，《美丽中国乡村行》栏目组走进我县，先后赴嘉

陵江源头、灵官峡、紫柏山、通天河、连云栈道、古羌文化园

等地进行拍摄采访，通过外景主持人和美丽乡村体验员的亲身

讲述，在深度体验中，展示我县的自然风光、生态美景、民俗

风情和历史文化，品味具有当地特色的健康美食，推介我县的

旅游资源，全景式描绘我县的自然之美、人文之美、生态之美。

据了解，央视 7 套此次将要播出的内容为嘉陵江源头探

奇之旅、羌族风情之旅和紫柏山探险之旅，播出时间为 10 月

14 日、15 日、16 日。首播 18：05，重播次日 23:17。古栈道

之旅和通天河西游记之旅也将随后播出。           （刘鸿）

本报讯 重阳节到来前夕，县委书

记张校平、县长郑维国、县政协主席

张斌等县级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带队，

31 名县级领导分成 9 个组，陆续对全

县城乡 94 名对社会有过突出贡献的老

人和贫困老人进行了走访慰问，为他

们送上了一份特殊的礼物，让他们度

过了一个欢乐、祥和、愉快的重阳佳节。  

在双石铺镇十里店村李进林老人家，

县委书记张校平拉住李进林老人的手嘘

寒问暖（见上图），再三叮嘱老人要保重

身体，并对他担任村干部和乡村医生期

间所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在双石铺村

离任村干部董王存老人家，张校平仔细

询问他家里的经济状况，并认真征求董

王存对镇村工作的意见，及对大坪群众

搬迁等方面的意愿和想法。同时，张校

平还叮嘱随行镇村干部，在工作中时时

处处要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为群众办

实事、办好事、解难事。      （田俊雅）

本报讯 9 月 24 日，市委常委、组

织部长马赟深入我县调研村干部队伍建

设“六化”工程，加强村级干部队伍建

设工作。县委书记张校平、县长郑维国

陪同调研。

近年来，我县以“报酬工薪化、待

遇保障化、岗位职业化、选任民主化、

教育经常化、管理规范化”为方向，大

力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走出了一条村

干部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管理的新

路子，这项工程受到了上级党委的高度

重视和省市委组织部充分肯定。省委组

织部以陕组通字〔2013〕53 号文件转

发推广凤县实施“六化”工程加强村级

干部队伍建设经验，引起《中国组织人

事报》、《当代陕西》等媒体深度聚焦，

在全省产生了极大反响。

在当天召开的县委常委会上，马赟

同志指出，凤县的“六化”工程做得很

系统，并且已经落到了实处，非常实在；

凤县在基层党建行之有效的经验要在全

市进行推广。“六化”工程的经验一定

要在凤县生根开花，凤县县委要始终把

“六化”工程盯紧、抓实，迎接来自省、

市的学习和参观。

当天下午，马赟一行深入双石铺镇

西庄村实地查看，并与村干部就凤县“六

化”工程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深入交谈。

马赟强调，村级干部队伍建设是农村基

层组织建设工程的重中之重，是夯实党

的执政基础，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

设的长远大计，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

高思想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农村基层组

织建设的责任感，抓班子、带队伍、强

素质，切实提高农村基层组织党建工程

水平。                      （韩剑）

本报讯 秦岭花谷喜迎八

方客，凤飞羌舞舞热黄金周。

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县天气

晴好，市场持续火爆，共接

待游客 15.59 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 1.6 亿元。

为迎接国庆黄金周的到

来，我县精心筹划了秦岭花

谷赏花观月、美丽凤县自驾

探秘、激情广场民间文艺汇

演、石头羌寨羌民俗展演、万

名大学生游凤县、金秋书画

展等诸多主题文化活动。节

日期间，《凤飞羌舞·古羌新

韵》连演 7 个场次，场场观

众爆满，座无虚席；除此以外，

县内各景区也争相推出各种

旅游活动和优惠政策吸引游

客，消灾寺景区推出了《唐

玄宗敬香》情景剧演出，紫

柏山景区实行购景区门票送

花椒油活动，嘉陵江源头景

区举办了大型篝火晚会。

另外，县上还根据不同

人群推出各种优惠活动，针

对大学生的 60 元畅游凤县

三大景区和 50 元观看《凤

飞羌舞·古羌新韵》演出、

针对自驾游的“十免一”、

针对散客的金秋十月游凤县

优惠卡等均受到游客广泛欢

迎。七天里，来自陕、甘、

川、渝四省市的驴友穿越灵

官峡、探秘紫柏山、祈福消

灾寺，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

时，观夜景、赏喷泉、跳羌

舞，最美小城为游客提供了

一个赏金秋美景、享民俗生

活、采丰秋硕果、品地方美

食的绝佳胜地。

黄金周期间，我县旅游

秩序井然。为给游客提供最

优质的服务，县上在县城及 212 省道、

316国道沿线设置了12处游客服务站点，

百余名志愿者走上街头，深入景区，为

游客提供住宿、乘车、导游、应急等服

务；县上还加开了发往各个景点的公交

车次，五十余名旅游警务人员也加强了

节日期间的旅游巡逻、交通疏导、秩序

维护、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工作。

（田俊雅）

本报讯 日前，投资 10 亿

元的特变电工新疆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风电项目落户我县。这

一项目是我县今年实施主动出

击招大商、全民动员大招商策

略结出的又一硕果。截至9月底，

我县已签约项目 19 个，合同和

协议引资达 72 亿元。

前不久，在新疆乌鲁木齐

举行的第三届中国—亚欧博览

会上，县长郑维国亲自带队积

极和国际国内 500 强企业接洽，

面对面与客商沟通。洽谈期间，

县上及时掌握这些企业的投资

动态，周密设计跟进方案，诚

邀有意向的客商实地考察，力

促项目早日签约。特变电工新

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

级高新技术企业 500 强之一，

企业负责人被我县锲而不舍的

求贤精神打动，最终与其签约

投资 10 亿元、装机容量 10 万

千瓦的风电开发项目。

为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县

上着力解决新项目落地难、手

续多、推进慢等现实问题，千

方百计创造投资兴业优良环境。

聘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离退休

人士、凤县籍在外知名人士担

任招商顾问，通过他们的人脉

关系宣传推介涉及新型工业、

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和城镇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 82 个招商引资

项目。同时，还组织了 10 个招

商小分队，四处开展专题招商，

为客商到我县创业牵线搭桥。

据了解，今年前 9 个月我

县招商引资预计到位资金 22.5

亿元，完成市上下达任务的 

102.3% 。            （何鹏）

马赟在我县调研时指出

村干部队伍建设“六化”工程要生根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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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敬老暖人心

博览会上招来大客商

本报讯  “感谢凤县县

委、县政府帮助我们顺利拿

到辛苦钱……”10 月 9 日，

来自甘肃、四川、陕西等地

的 150 余名农民工领取到

157 万元工资后，激动地说。

2012 年 3 月，北京宏源

京辉投资有限公司与兰州军

区房地产管理局西安房地产

管理处签订了军队房地产租

赁协议，计划利用租赁部队

营房开发生态旅游项目。但

该公司在经营中出现问题，

致使 150 余名农民工工资无

法兑现。事件发生后，县委、

县政府高度重视，经过县上

主要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不断

协调和努力，兰州军区房地

产管理局西安房地产管理

处、北京宏源京辉投资有限

公司和西安润基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就 501 部队场地租赁

问题进行友好协商并达成一

致，北京宏源京辉投资有限

公司退出该项目的投资，由

西安润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继续开发。此举，不仅使劳

资纠纷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让 150 余名农民工领到了拖

欠近一年之久的工资，还让

这一投资达 1.2 亿元的生态

旅游项目重新焕发生机。 

当日，我县举行了秦岭

501 部队场地租赁签约仪式

和农民工工资发放仪式。县

委书记张校平在仪式上强

调，农民工是社会建设的生

力军，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

的重要力量，农民工兄弟的

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稳定。

维护公平正义，保障群众合

法权益是各级党委、政府义

不容辞的责任和追求。县委、

县政府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

的发展理念，真心实意地为

群众办实事，为企业排忧解

难，努力让每一个农民工合

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让企业得到健康快速

发展，让法律尊严得到切实维护。

县长郑维国指出，在后续工作中，要妥

善做好拖欠农民工工资和工程款的发放工作，

确保每一位农民工拿到自己的劳动报酬；要

高标准做好项目开发建设，对 501 部队场地

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旅游资源高起点规

划，同时高效率推进项目建设，早日将其建

成我县的标志性景区。

（赵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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